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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教会为信徒施洗 

 

    多年前,一些基督徒在讨论教会及他们对洗礼不同的
观”。有位带职事奉者说：“有些教会主张大的洗礼，有些
主张小的洗礼，更有些没有行洗礼”。 

    所谓“没有行洗礼”的教会是指不举行任何受洗仪式，
他们认为那不重要。 

   “小的洗礼”是指洒些水滴象征洗礼。它们多数也同时采
用一些有趣、深刻的宗教仪式。 

   “大的洗礼”是将受洗者完全放入水中，圣灵降临。全备
福音教会采用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受洗，但受洗前人们应当知道受洗的意义，
了解为什么受洗是教会的一项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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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你将学习到： 
    洗礼——一幅图画 
    洗礼的目的 
    洗礼的形式 

本课将帮助你： 
    洗礼是新约的重要教义 
    你自己愿意接受洗礼的诫命 
    按圣经的意义评价受洗的形式 

洗礼——一幅图画 

目标 1. 描述水礼及其象征意义。 

    玛丽看见过许多人受洗，但她尚未受洗，提摩太已跨
出了这步并鼓励玛丽受洗。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被放在水里，我不喜欢别人看
见我从水里出来满身湿透的样子！”  

   “他们不会看你那副样子的，”提摩太鼓励着，“你难道
没注意到当他们受洗后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那是因为
他们与基督合二为一，所有的基督徒与他同乐。” 

   “我要服从上帝。”玛丽 后同意了，“但是，我还不完
全明白。”  

   “我们参加受洗者的课程以后你会明白的。”提摩太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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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道，“而且你也会渴望受洗的”。 

    耶稣给我们二项圣礼：受洗和领圣餐。两者描绘出圣
经可见的真理，圣礼是建立起来的规定或权威性的法令，
是出自上帝的话语所有教会都应遵守的命令。 

    本课我们将首先看其中之一：洗礼。 

    洗礼给我们看见一幅双面的图画：第一面，是基督为
我们死。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
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
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 15：3-4 ) 

    信徒下到水里——预表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短暂的
浸在水里——象征基督被埋葬了，然后从水中站起来——
表明基督复活了。保罗写道：“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
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 4：25 ) 

  1.与基督同死                       4.新的生命    
    罗马书 6：6                        罗马书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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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基督同埋葬                      3.与基督同复活 
  歌罗西书 12：12                    歌罗西书 12：12 

图画的第二面，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并与基督合一。信
徒受洗礼表明下面的真理： 

1）他与基督同死(罗马书 6：6 )，加拉太书 2：20 也指出
旧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2）他与基督同埋葬(歌罗西书 2：12) ，站在属灵的角度
而言，信徒受洗等于参加自己的葬礼，也就是指老我必须
死掉并埋葬。3）他与基督同复活(歌罗西书 2：12 )。耶
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 )。 

4）他现在拥有新的生命(罗马书 6：4)。保罗说：“现在活
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 2：
20) 

    基督徒受洗后可以用这句话概括：“你们受洗归入基
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 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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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信徒受洗时下到水里是象征与基督____________； 

  浸在水里象征与基督____________； 

  从水中站起象征与基督____________。 

2.洗礼也预表旧我的改变。用自己的话写出：       。   

洗礼的目的 

目标 2. 认清洗礼这一重要真理。 

    在基督之前，观察犹太人的习俗大约可知：信徒受洗
时站在水中，犹太教会的牧师为他念出摩西律法的一段
话，然后潜入水中，代表将从前异教的旧我洗涤，从水中
出来，代表成为神国信徒的新生命，并实践他的决定服事
主。 

    今天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代表信徒接受基督，选
择跟随祂并委身于当地教会。 

    由教会领导人如牧师来举行受洗仪式，洗礼通常是终
生一次的经历。当然也有人曾在不完全决志的情况下受
洗，希望再次受浸去经历有意义的受洗，而不是只具有形
式而已。 

    所以简而言之，洗礼是一种外在的记号，表明信徒在
基督里内在的信仰，也是一种公开承认成为基督徒并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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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耶稣命令。“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
28：19 )。 

 

    圣经并没有说只能在什么地方举行仪式。我记得有一
次特别的洗礼选择在海军里举行，首先我们取得有关单位
的同意，士兵们配着枪和刺刀观看我们的洗礼，接受仪式
的人在波淘中受洗，当他们从水中起来时，观礼的人唱着
喜悦的诗歌，一旁的士兵们感到十分好奇，还向我们询问
这是什么仪式。信徒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向人们传讲救
恩、跟随主和接受洗礼的福音。 

    不论是在教会内的洗礼堂、河边、小溪旁或采用什么
样的设备受洗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属灵的意义和我们对
基督的信仰表白。 

习题： 

3.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我对基督的忠诚可以借着服从祂的命令表达。 
 b). 洗礼是外在的记号表明内心的信仰，接受基督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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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主。 
 c). 受洗对我是重要的,因为那是我家的传统。 
 d). 我愿意公开地表白信仰,让世人知道我已接受基督为
生命的主。 
 e). 受洗是有价值的，但是基督徒可随意地去做。 

洗礼的形式 

目标 3. 描述五旬节教会中的受洗形式。 

约翰的洗礼．．．．． 

    在旷野约旦河畔,先知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路加
福音 3：1-15 )。 

    他说“当悔改远离罪恶并受洗，神必赦免你的罪！” 

    许多的人包括税吏、兵丁都来受洗。约翰的洗礼是悔
改的洗礼(使徒行传 19：4 )。 

    有一天，耶稣出现了，祂也要求受洗，约翰拒绝因他
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祂没有罪不用悔改受洗。但耶稣
告诉约翰祂受洗是为尽诸般的义，约翰许了祂为祂受洗
（马太福音 3：13-15）。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祂开了，
祂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从天上有声
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 3：1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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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虚己，取了罪人的形象，成为我们的样式。 

习题： 

4. 完成下列的句子。 
 a).约翰的洗礼是：                 。 
 b).耶稣受洗表明自己也是：                。 

早期的教会的洗礼．．．．．．．． 

    约翰的洗礼唯一的目的是要预备人心接受弥赛亚(马
太福音 3：1-6 )，它是悔改认罪的记号。在耶稣钉死后，
受洗有了新的含义。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受
洗代表我们认同祂救赎工作的完成(使徒行传 22：16； 约
翰一书 1：7)。当然不是水洗净我们的罪，而是耶稣所流
的宝血。 

    耶稣清楚吩咐的大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祂告诉
门徒：1)要到各处传福音；2)给他们施洗；3)并教训他们(马
太福音 28：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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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教会的领袖们顺服基督的吩咐为信徒施洗：在五
旬节那天有三千人受洗(使徒行传 2：41 )；当埃提阿伯的
一个太监信主后，传道人腓利为他受洗(使徒行传 8：
36-38 )；门徒亚拿尼亚为扫罗施洗，使他成为使徒保罗(使
徒行传 9：18)；百夫长哥尼流邀请亲朋好友听道，圣灵降
在他们身上，彼得为他们施洗(使徒行传 10：24-48 )。 

    保罗在欧洲的首次工作是为吕底亚和她的家人施洗
(使徒行传 16：15)；之后罗马禁卒和他的家人也受了洗(使
徒行传 16：32-34 )；在哥林多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
人，还有许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使徒行传 18：8 )。 

    从上面这些记载得知，悔改并相信耶稣是主，绝对必
要。真正悔改受水的洗礼和受圣灵的洗是不同的经历。 

习题： 

5.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施洗约翰的洗礼和我们今日的洗礼有相同的意义。 
 b).早期教会的洗礼是为顺服基督的命令。 
 c).悔改受水的洗礼和受圣灵的洗有相同的经历。 

受洗形式的不同．．．．．．． 

    五旬节派教会按新约的教导和仪式将人完全浸入水
中施洗。但有些教会(可能是以前缺水）的传统是用点水
礼，这种形式不能使人清楚的感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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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复活。 

    在使徒行传 2：38；19：5 可见有些人相信完全的浸
礼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也可以用来区别施洗约翰
的洗礼。虽然有许多福音派的教会并未如此行，但这是毫
无疑问的，因为基督大使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
他们施洗”(马太福音 28：19 )。 

    有些人相信要受浸三次：一次以圣父的名；一次以圣
子的名；另一次以圣灵的名。他们如此行，为要荣耀三位
一体的神。但这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
三位一体的，一次受洗也就足够了。 

    传统仪式中也有婴儿洗礼。撒水在婴儿身上，表明若
有一天他死了可以到天国。但婴儿还不知对或错，他不能
够了解悔改的意义。因此，有些人改为婴儿奉献礼将孩子
献给主。在第八课我们会讨论到。 

    如果你还没受洗，盼望这课能让你明白圣经中有关受
洗的教导。当你顺服主并受洗，祂的祝福会跟随着你。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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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婴儿应该用水撒身除去他们的过犯。 
 b). 洗礼是一项悲伤的经历，因为它提醒我们的过犯。 
 c). 传统的宗教有时并不完全依循圣经的教导。 
 d). 人必须受洗才能得救。 
 e). 每位信徒应该服从主的吩咐受洗。 

7. 填空: 

 a). 耶稣吩咐我们要奉________；_________的名受洗。 

 c). 受洗时将信徒浸入水中称____________。 

8. 为什么五旬节派教会举行完全浸入水中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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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2. 大致上答案是：当我们接受基督后，旧的老我死去，
与祂同复活，在祂里面是新的生命。 

3. a）是； b）是； c）非； d）是； e）非。 

4. a）悔改的洗礼； b）罪人。 

5. a）非； b）是； c）非。 

6. a）非； b）非； c）是； d）非；请读路加福音 23：
42-43，因为有些人没有机会接受洗礼。 e）是。  

7. a）圣父、圣子、圣灵； b）浸水礼 

8. 因为他们相信这符合新约的教导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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